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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表面处理涂层技术 

表面涂布组成物性能介绍 



背景说明 
标签类成品:  
   标识说明产品的印刷品，面材的印刷品质
属于关键性质。 

紫外线固化油墨(UV油墨) 
     
 



塑料薄膜标签成品组成 

标签材 

底材 

粘胶层 

离型层 

底材层 

塑料膜面材层 

表面涂布层 
UV油墨层 

印刷油墨 



塑料薄膜 
标签制品的塑料薄膜:  
   高分子聚合材料，有特定物理及化学性质
，所以得到广泛的使用。 

 
塑料薄膜品种很多: 
  表面特性依分子结构、极性基团、结晶程
度等因素不同，表面张力较低印刷困难，
印刷前对其表面进行前处理。 



标签成品的印刷要求 

塑料薄膜经印刷后: 
 色彩鲜艳 

 层次丰富 

 立体感强 

要求印刷的油墨图案 

 附着牢固 

 墨层不脱落 

 不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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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油墨与传统油墨的比较 

UV固化油墨 传统油墨 

干燥方式 紫外光固化、非常快 常温或加热、慢 

干燥设备 体积小或长度短 体积大或长度长 

环境影响 污染少、毒性低 污染多、毒性高 

印刷质量 优 普通 

耐磨擦性 非常好 普通 

墨皮 无 有 

印刷适应性 普通 佳 

油墨单价 较高 较低 

墨辊 专用墨辊 一般墨辊 

(资料来源：中国包装网，印刷科技杂志) 



UV油墨 

组成： 

 颜料 

 单体 

 助剂 

 预聚物    

 光引发剂 

 助剂 

 

缺点： 

  被印材质适应性，固化参数的调整。 

 
 

 

 

     

 

优点： 

生产效率高 

耐磨性能好 

节约能源 

印刷质量佳 

减少油墨的浪费 

无挥发性的有机成分 
 

 

 

    



表面处理的六大类型 

六大表面处理法 

5.溶剂处理法 

1.涂层处理法 

4.火焰处理法 

 
3.等离子处理法 

 

6.化学处理法 2.电晕处理法 



六大表面处理法-电晕处理法 

自由电子的高电压放电使气体加速和离子
化 
 

当塑料材料被放置在放电路径中，高能量
电子对表面产生放电冲击。 
 

在材料表面形成化学官能基，增加表面能
及提高与树脂基体的化学键结。 

 



六大表面处理法-涂层处理法 
方法 
   在薄膜表面涂布一层高分子溶液，依面材类型选
择较适当者。 

 
最大优点 
   薄膜表面润湿张力不会因高温、高湿的条件而
衰减，同时耐水、耐溶剂性优良。 
 



适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在 
双轴延伸聚丙烯膜 (BOPP) 
聚乙烯膜 (PE) 
聚酯膜 (PET) 
聚碳酸酯膜 (PC) 
硬质聚氯乙烯 (UPVC) 
半硬质聚氯乙烯 (SPVC) 
 

 
（除透明薄膜外，颜色、厚度亦可依客户需求） 

  



第二代表面涂布组成物特性 
涂布过程 
  有良好的润湿性及流平性适用于各种面材。 

  对于各种塑料面材都具有很好的附着性。 

 

适应性 

   薄膜标签有细腻的外观。 

   对UV油墨有优异的印刷适应性。 

   增强UV油墨的附着牢度，同时具有良好    

    的耐酒精性。 



新型处理涂层基本原理 
第一重成分 

  在涂布过程中提供良好的润湿性与流平 
性，因此适用于各种基材的涂布，能与塑
料薄膜表面发生物理或化学的作用，形成
良好键结。 

第二重成分 

  能与紫外线固化油墨中的主成分交互作用，
使油墨图案紧紧地附着于涂层表面，解决
印刷油墨附着牢度的问题，消除印刷不良
现象，提高标签成品的印刷品质。 



附着性测试方法 

标准:测试参考标准ASTM D3359-09「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measuring adhesion 

      by tape test」 

5B 无   0%  

4B 低于  5% 

3B 5 – 15% 

2B 15 – 35% 

1B 35 – 55% 

0B 高于  65% 



涂层附着性测试方法摘要 

内容实施： 
A. 用锋利刀片在测试样本表面划10×10个1mm×1mm

小网格，每一条划线应深及油墨的底层；用毛刷
将测试区域的碎片刷干净； 

B. 标准测试胶带拿于手中一端固定后，直接拉开贴
合于待测试的样张的油墨图层表面上，并以橡皮
擦来回施压贴合处十次去除气泡； 

C. 将胶带一端撕起一些，使足以用手指夹握，随即
以约90°的角度迅速拉除胶带(从贴上到撕除胶带
的时间必须小于一分钟) ，同一位置进行2次相同
测试； 

D. 目视检查胶带是否干净透明，确认油墨层的脱落
面积。要求附着力≥4B时(在划线的交叉点处有小
片的油墨脱落，且脱落总面积小于1％)判定为合
格。 

 



附着性测试设备 

油墨类型：杭华、京华UV油墨。 

试验薄膜：透明PET、白色PET、透明PE膜、 

          白色PP膜。 

试验设备：辗墨机、UV固化机。 

←试验样品 



油墨涂层无脱落，胶带干净 

附着性测试图片 

划10×10网格 胶带贴合油墨 



表面涂布组成物测试状况 

涂布外观  

    表面细腻、无刷纹，涂层透明度高。 

 

 

 



涂层附着性测试 

胶带无痕迹，涂层无脱落 
（测试面材：透明PET） 

表面涂布组成物性测试 



涂层附着性测试 
胶带无痕迹，涂层无脱落 

（测试面材：白色PP合成纸） 

表面涂布组成物附着性测试 



标准胶带贴1小时后撕开测试附着性 

UV油墨附着性测试 



撕开标准胶带油墨无脱落 

UV油墨附着性测试 



印刷样品一 

 承印材料：金利宝 

 

 印刷设备：
DH2ABEC.Z.X.320 

 

 印刷方式：间歇式 

 

 印刷油墨：美联兴UV油墨 

 

 印刷速度：60车次/分钟 

 



印刷样品二 

 承印材料：金利宝       印刷油墨：美联兴UV油墨 

 印刷设备：联艺         印刷速度：80车次/分钟  

 印刷方式：间歇式 



印刷样品三 

 承印材料：金利宝 

 

 印刷设备：凸版卫星式全轮
转印刷机ZRP-260R8C 

 

 印刷方式：全轮转 

 

 印刷油墨：杭华UV油墨 

 

 印刷速度：40米/分钟 



印刷样品四 

 承印材料：金利宝                         

 印刷油墨：女神MEGA  CURE (LOT523043) 

 印刷设备：建宏JH-250                  

 印刷速度：94转/分钟  

 印刷方式：全轮转 

 



总结 

产品 透明度 附着性 耐候性 基材适应性 印刷适应性 

第一代表面
处理涂层 ++++ +++ +++ +++ +++ 

第二代表面
处理涂层 ++++ +++++ ++++ ++++ +++++ 

  +越多，代表性能越好。 



金利宝持有的发明专利:水洗啤酒标 

 我司已有知识产权局授权的:
一个发明专利，专利名称：《
商标纸及其制备方法--水洗啤
酒标》 
 

 专利号：200610169775.7 
 

 本发明提供一种商标纸以及制
备方法，啤酒专用超透膜：经
受热80度时，其面材及压敏脱
离被贴物，具有遇热可收缩、
耐磨、热水易清洗胶层 
 

 遇热收缩可完全、不留残胶的
特点。 
 
 

 
 
 
 
 
 

  
 
 
 
 
 
 
 

 



实用新型专利 –压纹胶标签 

 我司已有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一
个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
一种商标纸-压纹胶》 
 

 专利号：ZL201020297410.4 
 

 本实用新型是在离型纸上压有
网格纹生产制造工艺，经涂布
贴合胶面也形成网格纹，与被
贴物贴着时，使用电子电器类
高温卷标时可将所包覆气体导
引排出，确保材料不会因高温
引起之起泡及溢胶情形。 



www.kinglabel.com 

 
 
 
 
 

      
 

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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